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　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 1月17日
　　　　　　　　　　　　　　　　　　　　　　　　　  校教字第1120100006 號

主　　旨：公告本校112學年度新住民入學單獨招生錄取名單。

依　　據：依112學年度新住民入學單獨招生簡章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校112學年度新住民入學單獨招生成績業經評定，計錄取
　　　正取　１　名、備取　０　名，名單如下：
　　　　
　　　
　　１、　中國文學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　歷史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　大眾傳播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　資訊傳播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　數學學系數學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　數學學系資料科學與數理統計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　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　物理學系應用物理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　化學學系化學與生物化學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　化學學系材料化學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　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　建築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４、　土木工程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５、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水資源工程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６、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環境工程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７、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光機電整合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８、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精密機械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９、　人工智慧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０、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１、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２、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３、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４、　電機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５、　資訊工程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１　名

阮○日　　　
11380001　　

　　　　　備取　　　０　名

　２６、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７、　資訊工程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８、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２９、　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０、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１、　國際企業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２、　財務金融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３、　財務金融學系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４、　財務金融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５、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６、　產業經濟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７、　經濟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８、　企業管理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３９、　企業管理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０、　會計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１、　統計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２、　資訊管理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３、　運輸管理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４、　公共行政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５、　公共行政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６、　管理科學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７、　英文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８、　英文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４９、　英文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０、　日本語文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１、　日本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２、　西班牙語文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３、　法國語文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４、　德國語文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５、　俄國語文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６、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７、　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８、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５９、　教育科技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０、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１、　中國文學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２、　歷史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３、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４、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５、　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６、　數學學系數學與數據科學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７、　物理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８、　化學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６９、　建築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０、　土木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１、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２、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３、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４、　電機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系統整合組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５、　電機工程學系人工智慧物聯網組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６、　電機工程學系積體電路與計算機系統組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７、　電機工程學系人工智慧機器人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８、　電機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７９、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０、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１、　資訊工程學系智慧計算與應用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２、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３、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４、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５、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創新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６、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行銷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７、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８、　財務金融學系全英語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８９、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０、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１、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保險經營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２、　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３、　經濟學系經濟與財務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４、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５、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６、　會計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７、　會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８、　統計學系數據科學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９９、　統計學系應用統計學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０、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１、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２、　運輸管理學系運輸科學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３、　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４、　管理科學學系企業經營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５、　管理科學學系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６、　管理科學學系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７、　淡江大學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８、　英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０９、　法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０、　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１、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２、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拉丁美洲研究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３、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４、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５、　全球政治經濟學係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６、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７、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中國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８、　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１９、　教育科技學系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０、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１、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未來學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２、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３、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學習領導與教育發展碩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４、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５、　高齡健康管理研究所智慧經營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６、　高齡健康管理研究所精準健康組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７、　中國文學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８、　理學院應用科學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２９、　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０、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１、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２、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３、　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４、　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５、　財務金融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６、　產業經濟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７、　管理科學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８、　英文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３９、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歐洲研究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４０、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１４１、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前瞻教育領導與科技管理博士班一年級

　　　　　正取　　　０　名

　　　　　備取　　　０　名

　
  二、成績單於榜示後以限時信函寄送至考生通訊地址，公告後3日仍未收到成績單
      者，請逕向本校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查詢。

  三、正取生應於112年2月13日上午9時起至112年2月16日中午12時止，攜帶報到應繳
      資料至淡江大學教務處註冊組（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行政大樓A212室）辦
      理報到，逾時未完成報到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事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四、報到時應繳資料如下：
    (一)錄取通知單。
    (二)學歷相關證件
      １、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正本。
      ２、以同等學力報考者，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繳交學歷相關證明文
          件正本。
      ３、持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者，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繳交：
        (１)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正本(驗證章戳需為正本)；如原學歷
            證件非中文或英文者，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章戳；
        (２)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驗證章戳需為正本）；
            如原歷年成績單非中文或英文者，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章戳；
 　　　 (３)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正本。
      ４、持大陸地區學歷者，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繳交學歷相關證明文件正
          本。
        (１)高級中等學校學歷 
            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畢業證（明）書及歷年成績證明公證書正本，
            前二項公證書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
            符之文件正本。
        (２)高等學校(大學)學歷
          Ａ、肄業：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肄業證（明）書及歷年成績證明公證
              書正本，前二項公證書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與大陸地區公證處
              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正本。 
　        Ｂ、畢業：畢業證（明）書、學位證（明）書及歷年成績單等三項文件經大陸
              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實之證明文件正本。 
      ５、持香港及澳門學歷者，依「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繳交經我國駐外機
          構驗證之學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三)歸化國籍許可證明書及其許可函副本。
    (四)身分證或居留證正、反面。
      ※未完成境外學歷驗證程序者，取消入學資格，已入學始確認者開除學籍。
      ※依本校學則第8條規定，入學報到時，除有正當理由申請緩期補繳學歷證件經核准
        者外，須繳驗以上規定之證明文件，否則不准入學。
   
  五、報到時尚未取得畢業（學位）證書者，應填具切結書，於切結日期期限內補繳，逾期
      仍未繳者即以自願放棄資格論。如入學資格不符、放棄或已向他校報到，請務必檢具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註明錄取學系（所）及資格不符或放棄原因，以書面傳真或電子
      郵件通知註冊組(註冊組傳真：02-26209509，電子郵件信箱：atgx@oa.tku.edu.tw)

  六、逾期未完成報到或逾切結日期未繳交學歷證件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由備取
      生依序遞補，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七、考生成績單均於放榜後以限時信函寄出，並以e-mail及手機簡訊通知；榜單同時公告
      於本校網頁(http://www.tku.edu.tw/ 點選【招生資訊】→【榜單資訊】或【新住民



      入學單獨招生(學士碩士博士)】→【榜單】)。
      未接獲通知者，請洽詢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電話：02-26215656轉分機2513、2015、
      2016、2208)。
　　　
　八、備取遞補名單公布於本校招生資訊網頁(網址：http://www.tku.edu.tw→【招生
      資訊】→【新住民入學單獨招生(學士碩士博士)】→【遞補名單】)，遞補說明依網
      頁公告為準，遞補作業至本校112學年度第1學期行事曆所訂之開始上課日止。備取生
      應於遞補期間自行上網查詢公告之備取遞補名單及報到註冊相關資訊，同時留意及保
      持通訊管道之暢通，以免影響遞補權益，逾期未完成報到者，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
      要求補救措施。
            
主任委員  葛煥昭  


